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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賀化學系何佳安教授榮獲 2007 年中國化學會青年化學家獎
※ 賀數學系陳國璋副教授、計財系吳儀玲助理教授、電機系徐碩鴻副教授、化學系蔡易州
助理教授及物理系王道維副教授榮獲「第 10 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 賀動機系葉廷仁教授及蕭德瑛教授指導動機系趙毓文、陳信甫、郭權毅、劉俊葳同學及
工工系林灝廷同學榮獲「第八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實作競賽」第一名
※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簡禎富教授榮獲 2007 年「呂鳳章先生紀念獎章」
「呂鳳章先生紀念獎章」是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為紀念故理事長呂鳳章先生發展管理科學之貢
獻，並為鼓勵從事管理科學技術之研究與創新而設立。呂鳳章先生 1936 年畢業於清華大學航空機
械系，旋受公費留德，參與設計國內外各項工程，呂鳳章先生也被稱為「人造纖維之父」。「呂
鳳章先生紀念獎章」歷年得獎的專家學者包括吳思華、曹興誠、李成家及劉維琪等。

※ 新建學生宿舍上樑典禮
【2007.12.19 學務處】本校新建學生宿舍之上樑祈福典
禮於 96 年 11 月 9 日上午 10 時（吉時）於新建宿舍前
廣場舉行，由賀陳弘學務長主持，孫瀛副總務長、營
繕組徐朝宗組長、住宿 組徐碩鴻組長、李秋淑編審及
麗明營造劉總經理、鐘所長及亞新工程顧問公司范工
程師等 10 餘人參加上樑典禮。上香鳴砲後由賀陳學務
長嘉勉工作人員，感謝本校 營繕組專責承辦人員、麗
明營造公司及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工程人員專業細心、
認真管控工程進度與品質，讓學生宿舍工程能如期如
質順利進行迄今，使學生能有個舒 適雅致的住宿環
境。
新建宿舍規劃案自 91 年 9 月開始，於 92 年 8 月獲教育部審核通過，以專案融資方式興建學生
宿舍。本工程於 96 年 1 月 25 日正式開工，預定竣工日期為 97 年 4 月 19 日，5 月起續進行寢室
內部家具組裝及相關週邊設施組裝採購作業，9 月 1 日起正式安排進住。學生宿舍為地下一層地
上 7 層，規劃設計為 2 人冷氣房，可 容納 1,000 人住宿。屆時住宿滿足率可由目前的 46％提升至
54％，有效舒緩學生宿舍不足的窘境，對本校吸收優秀學生有正面的實質助益。
歡迎各界人士捐款指定交誼廳命名，詳情請洽本校學生住宿組，電話 03-5715416 李秋淑小姐，
網址：http://my.nthu.edu.tw/~secwww/secretary/donation/index.htm

1

※ 清華學生帶動國際學生體會本土文化
【2007.12.17 學務處】在新竹市區，看到外國人已經不再是新鮮事；然而，在新竹縣北埔老街或是
城隍廟周邊，一次看到幾十名分別來自宏都拉斯、巴拿馬、印度、貝里斯、荷蘭、越南、 泰國等
不同國家的外籍學生，卻也不是件平常的事。本校利用 12 月 1 日的週末，為全校的外國籍學生舉
辦了「國際文化迎新」之旅﹝正式英文名稱為《Love HsinChu》﹞，帶著這群初到台灣的國際學生
們，拜訪新竹地區最負盛名的兩大文化景點─北埔老街與城隍廟。活動全程由清華學生負責以英
文進行導覽，介 紹新竹地區的傳統文化、古蹟與歷史緣由，如：北埔慈天宮、姜阿新宅、金廣福
公館、新竹城隍廟等，並讓國際學生體驗新竹道地的鹹猪肉、柿餅、竹塹餅、芋頭 酥、擂茶等多
種傳統美食。有趣的是，當外籍生於北埔老街看到販賣尚方寶劍、古玉古錢等中國傳統古玩的攤
位時，總是留連忘返，久久不願離去。此外，清華同學 還設計了許多以童玩﹝打陀螺、踢毽子﹞
作為競賽內容的闖關遊戲穿插於各景點之間，還指導國際學生們練習寫書法、寫春聯，讓國際學
生們得以將自己的作品帶回 作為紀念。
類似的活動，最早是本校科管所林福仁
所長發起，針對該所的國際學生所主辦。此
次科管所配合課外活動指導組的支持，推廣
到以全校外籍生為對象。本校課外活動 指導
組組長王俊程教授表示，希望藉由本次的活
動，讓來到新竹唸書的國際學生們不只是在
校園裡活動，而能更深入地了解這塊土地蘊
藏的文化。該活動設計務求與 新竹、台灣甚
至是中華文化緊密地結合，因為唯有親身體
會，才能深植人心。此次活動也強調雙向的
互動，不僅能讓國際學生們對台灣有更深的
情感，在清華本地學 生與國際學生的互動之
際，還可以拓展本地學生的國際視野，了解
不同文化背景的差異。此次活動的特色之
一，是要求學生全程以英文解說傳統文化，讓學生們得以 練習如何向國際行銷我們台灣的文化，
這是非常重要且有意義的事情。
來自宏都拉斯的 David 表示，他來台灣念書一年了，一直沒機會到處看看，也沒有人帶他們到
這類充滿傳統氣息的地方觀光，他很喜歡這次的活動。David 開心地說：「I love this place.」我們詢
問來自印度的 Murucian，如果分數從一分到十分，他會給這次的活動幾分，Murucian 不加思索地說：
「I will give you 11 points.」清華國際學生聯會會長來自巴拿馬的 Ezzara 表示，這次參加的國際學生
們對於這類能夠深入了解台灣文化特色的活動感到十分開心，希望以 後還有類似的活動。《Love
HsinChu》活動負責人郭博翔同學﹝科管所碩一﹞說：「能夠讓國際學生們喜歡台灣，我感到很開
心，我們全體工作人員都很開心。如果有機會，我很樂意在 明年再次舉辦這類的活動。」下學期
將會是另一個方向的互動，國際學生聯會準備將回辦一場讓清華同學體驗各國文化的活動，屆時
應該會給清華學生另一種衝擊。

＊ 人社院 ＊
※ 「彩繪人生」周濂溪油畫及雕塑個展
展
期：2007 / 11 / 15 ~ 2008 / 1 / 25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六 上午 9:00 ~ 22:00
展覽地點：人文社會學院 A 區大廳 / C 區 2 樓藝文空間
相關網址：http://epaper.hss.nthu.edu.tw/77/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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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
※ 我們都是這樣學習美 Look! We are learning art!
時 間：2007-12-17(一)～2008-01-11(五)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2007 年清大藝術中心編輯了【藝術教育年鑑】，在編篡的過程
中，我們體會到藝術教育的獨特與珍貴。藉著諸多教材與教案，
企圖呈現藝術教學的精神與原貌。創意是什麼？「藝術與人文」
課本裏到底在說啥？老師們怎麼準備一堂充實的藝術課？同學
們在人文藝術課堂上都做些什麼？就讓我們悄悄告訴您…
清大藝術中心 03-5715131 ext.62222
週一至五 12:00~19:00，週末假日 12:00~17:00

※ 樂在清華
地點：圖書館穿堂和教育館一樓
時間：中午 12:00-13:00
教育館
12/24
12/25
12/26

顏廣愷
吳守益/楊宗中
陳彥任

吉他彈唱
中國笛/唱歌
花式溜溜球

圖書館
12/26
12/28

林玉羚
邱子瑋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您的駐足欣賞將是對表演同學的最佳鼓勵！》

※ 大型舞台劇-我是你爸爸
演
時
地

出：臺灣戲劇表演家劇團
間：2008-01-05(六) 14:30
點：清華大學大禮堂

◆ 音樂表演系列 四季系列 Music Series: Four Seasons ◆
秋-大型舞台劇-The Time Travel 全省巡迴演出 Autumn - "The Time Travel "
「我是你爸爸 The Time Travel」一劇是由臺灣戲劇表演家團長 李宗熹
先生編劇及導演，我們結合了臺灣劇場界的各方面專業人才，如日本
音樂家工滕仁志先生、舞台設 陳瓊珠老師…等人，合力打造此劇，
期望帶給觀眾全新的劇場體驗。
購票請洽：台灣戲劇表演家劇團 0936-507-507
主辦：張昭鼎紀念基金會 / 清華大學 /台灣戲劇表演家劇團
協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 師培中心音樂會─揭開記憶的寶庫 Open the Treasure Box of Memories
2007/12/24(一)19:30 清大•合勤演藝廳
音樂智能開發課程 陳惠齡教授指導

※ 【戰火浮生影展之浮生】War Movie Festival-Survival Play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的「夜貓子」電影院推出以來，都是以導演作為主題，遵循著「作者論」
的方法，把好電影介紹給觀眾。自從去年舉辦過「經典科幻影展」之後，這學期我們嘗試將「類
型」(genre)帶進「夜貓子」電影院，給觀眾另一種看電影的方式。我們這次選的電影類型是「戰
爭」，分兩個系列在十月（戰火）與十二月（浮生）播映。
「戰爭片」應該是電影「類型」之中最普遍的一種，幾乎每個國家都少不了戰爭主題的電影。
很明顯地，國家在戰爭中界定了敵我關係，許多戰爭電影自然成為國家掌握的工具，或者成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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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陶醉、感懷的媒介。然而，經過長久的洗鍊，好的戰爭片是以堅持於表達對人性的看法與主張
而讓觀眾永遠記得。
2007.12 月播映場次：
12/25 (二)戰火浮生錄 Uns et les autres, Les
12/29 (六)戰火遺孤 Edges of the lord
清大夜貓子部落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播映時間：每星期二、星期六晚上 9:00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自由入場
主
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協
辦：清華電影小組

※ 【史丹利庫柏力克影展】Stanley Kubrick Festival
時 間：2008 年 1 月，每週二、週六 21:00
地 點：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自由入場
史丹利•庫柏力克，1928 年 7 月 26 日出生於美國紐約，在他十六歲時即因為其特殊的攝影風
格而被《Look》雜誌發掘，成為一個知名攝影師。之前開始拍攝獨立製作的十六釐米短片，並在
紐約的藝術電影院造成轟動，庫柏力克的名聲因而開始大噪。1975 年以寇克道格拉斯主演的《光
榮之路》在好萊塢一名驚人，並以《奇愛博士》入圍奧斯卡最佳導演。其拍片風格非常多變，不
管是科幻片的《2001 太空漫遊》或恐怖片的《鬼店》都是類型電影經典中的經典。自 1987 年拍《金
甲部隊》後，長期居英國休息。至 1998 年籌拍《大開眼界》，使得湯姆克魯斯夫婦二人心甘情願
為他推掉所有檔期，長期停留在英國直到影片殺青。庫柏力克在 1999 年 3 月 7 日於睡夢中逝世，
享年七十一歲，當時《大開眼界》只進行到剪接的後製階段，留給影迷無限的遺憾與悔恨。
《以上藝文表演活動，如需校園停車，請於校門口告知工作人員欲參加之表演節目名稱，以公益
活動單次入校 20 元計》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96.12.26 (三) 人社院 C510
12:30~14:00
96.12.27 (四) 工程四館 216
10:00
室
96.12.28 (五) 工程四館 216
10:00
室

主辦單位
社會所
03-5712090

演

題
目
社會學範疇專題講座〈族群〉
王甫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次級資料次級嗎？非介入性研
副研究員
究方法的理念與實務
Indentation Deformation of
材料科學工程 楊福前 教授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Polymeric Films
學系
Material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Kentucky
Morphological Instability of Solid
材料科學工程 楊福前 教授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學系
Material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Kent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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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